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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动态模量成像技术和原位纳米压痕技术，对普通硅酸盐水泥净浆和掺矿渣水泥净浆进行
测试，识别硬化水泥浆体中的不同水化产物，并在无损情况下表征其微观结构特征与力学性能。借助于模量成像高精度的优
势，定量表征了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结果表明：同类型水化产物的模量不受掺入矿渣与否的影响；对于单一物相而言，
同样反应弹性力学性质的储能模量和压痕模量基本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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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ydration Products in Hardened Cement Paste Based
on Modulus Mapping and Nanoindentation
WEI Ya, GAO Xiang, LIANG Siming
(Key Laboratory of Civil Engineering Safety and Durability of China Education Ministr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o identify different types of hydration products in cement pastes, the combined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modulus mapping
in the form of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and in-situ nanoindentation were used, which were conducted on the paste samples of the
ordinary Portland cement and the slag-blended cement. The microstructure features and micr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pastes
were evaluated. The thickness of the inner hydration product was precisely measured by means of high-resolution of modulus
mapping. The measurements indicate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outer hydration product and inner product both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blended slag.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orage modulus and the indentation modulus of the
individual phases.
Keywords: modulus mapping; in-situ nanoindentation; storage modulus; indentation modulus; hydration product thickness; hardened
cement paste

自混凝土的多尺度模型提出以来[1]，由微观尺
度上的机理决定宏观尺度上材料的特性这一观点已
被普遍接受[2]。因此，水泥基材料的微观性能表征
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以纳米压痕技术在水泥
基材料上的应用为代表：2001 年，Acker[3]首次使用
纳米压痕技术测量了水泥熟料的弹性模量；之后，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包括样品的制备[4]、解卷
积方法的提出[5]和优化[6]、材料组成[7]及养护制度[8]

的多样化、荷载大小[9]及加载方式[10]的变化等方面，
丰富和拓展了纳米压痕技术在水泥基材料上的应
用。时至今日，纳米压痕已经成为了研究水泥基材
料力学性质与徐变性质的一种成熟方法。基于纳米
压痕获得的水化产物和未水化颗粒的力学性质，可
以逐级向更大的尺度上进行多尺度建模[11–12]，实现
对宏观性能的预测。
然而，对于在微观尺度上由多种物相组成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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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17]。
为了研究水泥净浆微观尺度上的特征，深化微
观力学表征手段的应用，采用动态模量成像和纳米
压痕技术对普通硅酸盐水泥净浆和掺矿渣水泥净浆
进行测试，对净浆中的不同水化产物进行识别，并
研究这些水化产物的形貌和力学特征，及其压痕模
量与储能模量之间的关系。

料而言，基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的模量成像技术已被
发现比纳米压痕更加有效[13–14]。类似于传统的
静态纳米压痕，模量成像也是一种基于探针压入获
取材料力学性质的方法。由于实验中施加的荷载远
小于静态纳米压痕测试的压入力，所以模量成像可
以被视为一种无损的实验手段。这种基于原位扫描
探针显微镜的模量成像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13]
和复合材料[14]等领域。近年来，模量成像开始被尝
试着运用于水泥基材料的力学性质测试和物相识别
中[15–17]，该技术的量测精度比传统压痕手段高出 2
个量级[15]。但如何将模量成像技术精度高、对样品
无损的特点转换为水泥基材料微观表征中的优势，
Table 1
Material

2018 年

1 实验
1.1 样品制备
使用 P·I 42.5 水泥和 S95 级粒化高炉矿渣粉作为
原材料。
二者的化学组成和基本物理性能如表 1 所示。

表 1 水泥和矿渣的化学组分及物理性质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y of cement and slag
Mass fraction / %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Specific surface
SO3

Na2O

K2O

LOI

area/(m2·kg–1)

Cement

20.55

4.59

3.27

62.59

2.61

2.93

0.53

0.83

1.77

350

Slag

34.55

14.36

0.45

33.94

11.16

1.94

0.26

0.56

0.70

382

设计 2 组试件进行研究。O 试件为水胶比为 0.3
的纯硅酸盐水泥净浆试件；S 试件为水胶比为 0.3，
矿渣含量为 50%的净浆试件。水泥和矿渣加水搅拌
均匀后，装入  10 mm×100 mm 的塑料试管内进行
密闭养护，养护温度为 20 ℃。在终凝之前，试管定
时旋转，通过变换方向减缓局部过度泌水，减少局
部水灰比的离散性。终凝后，将试管储存至养护室。
待养护至 180 d 后，首先从试管中间切出高度约为
10 mm 的圆柱状试样，对其采用低黏度环氧树脂进
行冷镶，脱模后采用 Buehler 自动抛光机进行打磨

和抛光处理。打磨依次使用了 P400 和 P1200 的砂
纸，每级别砂纸打磨时间为 30 s；抛光依次使用了
9 μm、3 μm 和 1 μm 的油基金刚石悬浮液，每级别
抛光 30 min。每个步骤结束后将试件置于超声波清
洗机中使用酒精进行清洗，以除去表面的残留物。
抛光后的试件使用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形貌成像模式
测量表面粗糙度。如图 1 所示的样品表面，在边长
为 35 μm 正方形目标区域中，均方根粗糙度值约为
13 nm，与文献[4]中提出的针对水泥基材料微观力
学测试的粗糙度要求相仿。

图 1 基于扫描探针显微镜测试试件表面的粗糙度
Fig. 1 Measuring the surface roughness by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PM)

1.2 模量成像实验

化细节。其基本原理是在微小接触载荷下，压针以

使用 TriboIndenter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系统对硬

高频正弦动态载荷扫描样品表面，通过记录压针在

化水泥浆体的微观力学性质进行测试。基于动态力

样品表面的深度幅值和相位滞后，获取样品的动态

学分析的模量成像技术在目标区域测得 256×256 个

特性分布图。其加载为在静态载荷上叠加一组正弦

点在振动荷载下的响应，反映该区域力学性质的变

载荷，如图 2 所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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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针尖的振动方程为：
F (t )  mz(t )  Dz (t )  Kz (t )

(1)

其中：F(t)是施加的动态载荷(N)；z(t)是动态载荷作
用下的压入深度(m)；z (t ) 和 z (t ) 分别为 z(t)对时间 t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m 是针尖的质量(g)。D 和 K 分
别是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由式(2)和式(3)给出，

Fig. 2

图 2 动态模量成像原理示意图
Schematic of dynamic modulus mapping

D=Di+Ds
K

1
1
1

S  Kf

(2)
 Ks

(3)

其 中 ： Di 和 Ds 分 别 是 系 统 阻 尼 和 接 触 阻 尼 ，
N/(m·s–1)；Ks 和 Kf 分别是支持弹簧的刚度和系统刚
度(通常系统刚度远大于弹簧刚度，因此忽略不计)，
量纲为 N/m；S′是被测材料的储能刚度，
量纲为 N/m。
将 动 态 载 荷 F(t)=F0sinωt 和 动 态 压 入 深 度 z(t)=
z0sin(ωt+φ)代入到式(1)，可求得储能刚度 S′[式(4)]
和损耗刚度 ωDs[式(5)]
F
S   0 cos  Ks  m 2
(4)
z0
F
 Ds  0 sin    Di
(5)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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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般基于标准件的已知储能模量通过式(6)反推
针尖的实际曲率半径，再代入所测材料，从而得到
相对真实的值。
考虑水泥净浆多物相和非均质特性，以及所能
达到的表面平整度加工水平，在多次尝试后本试验
设置静态荷载为 4 μN，动态振幅为 3.5 μN，动态加
载频率为 200 Hz，扫描频率为 0.5 Hz。从而使得压
入位移保持在一个适中的范围，既保证了足够大的
信噪比以获得可信的数据，也满足了足够小的影响
区域避免各点之间的相互干扰。
1.3 纳米压痕实验
针对模量成像区域中的不同物相进行静态纳米
压痕试验，以进一步表征不同水化产物的微观力学
性质。静态纳米力学压痕技术目前在硬化水泥浆体
的力学性质表征中已属于较为常规的手段之一。通
过记录压头压入深度连续变化的曲线来求解力学性
质。设置最大荷载 Pmax 为 2 mN，在此荷载下，压
痕点的最大压深 hmax 一般小于 500 nm，该压入深度
小于微观物相特征尺寸的 1/10，从而减小或避免衬
底物质对实测数据的影响[2]。当压头接触试件表面
后以 0.2 mN/s 的速度加载 10 s 至 2 mN，持荷 5 s，
再以 0.2 mN/s 的速度进行线性卸载。基于对卸载初
段的分析，可以计算得到压痕模量 M[2]。图 3 所示
为硬化水泥浆体在纳米压痕试验中的典型加载 - 卸
载曲线。压痕模量由式(8)定义并算出：

其中：F0 和 z0 分别是动态载荷的幅值(N)和位移振
幅(m)；ω 是圆频率(rad/s)；φ 是动态载荷与位移的
相角(°)。在此基础上，采用 Hertz 接触理论，假设
在浅压下针尖形状为球形，此时量纲为 Pa 的储能模
量 E′和损耗模量 E′′定义如下

E 

E 

S 3
6 FRtip

Ds 3
6FRtip

(6)

(7)

其中：F 是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叠加作用下实际测
量的接触力(N)；Rtip 为针尖的曲率半径(m)。通常针
尖由于加工的缺陷和使用过程中的磨损，其实际曲
率半径不同于初始的曲率半径，且随使用时间而变

图 3 静态纳米压痕试验的典型压痕曲线
Fig. 3 Typical load-depth curve of nanoindentation

M

π S
2 Ac

(8)

其中： β 为压头校正系数，对于本试验中所用的
Berkovich 压头，β=1.034；S 为接触刚度(N/m)，由
代表弹性阶段的卸载曲线的上半部分拟合，如图 3
所示；Pmax 为最大荷载；Ac 为最大荷载时压头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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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接触面积(m2)。鉴于卸载过程中压头和样品时
间的接触半径不断变化，该接触面积可由 OliverPharr 法则求解得到[2]。
1.4 背散射电镜观测及能谱扫描
采用 FEI QUANTA 200 扫描电镜在高真空模式
下进行观测与拍摄材料的形貌特征。
拍摄时所使用的
加速电压为 15 kV，工作距离约为 11 mm。并用附带
的 EDS 能谱分析物相的组成。15 kV 的电压下，单
个能谱探测点的覆盖范围约为 1 μm，该尺寸小于水
泥基材料微观尺度单一物相的尺寸，
因此单个探测点
代表的是单一物相的性质。在标准材料上校正后，可
以探测被测微区的化学元素含量。
本研究中主要量化
Ca 和 Si 元素含量，以识别的未水化 C3S 颗粒与 C2S
颗粒，从而分析不同颗粒的水化产物的特征。

2 结果
2.1 识别不同物相的方法
识别各物相是准确测量不同水化产物力学性质

(a) Optical microscope image

Fig. 4

2018 年

的前提。首先基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动态模量成像
来实现净浆中不同物相的识别，具体步骤为：
第 1 步：使用光学显微镜确定未水化的水泥颗
粒或矿渣颗粒。
基于不同的形貌学特征，
可以分辨未水化颗粒的
种类。主要识别的是 C3S、C2S 和矿渣等 3 种不同颗
粒，其中，C2S 颗粒呈现为圆形，具有双晶条纹特征，
而 C3S 颗粒呈现为板条状，边缘整齐[18–19]。使用 EDS
能谱分别对 10 个不同的 C2S 颗粒和 C3S 颗粒的元素
含量进行探测，C2S 颗粒的 Ca/Si 比均值为 1.89，C3S
颗粒的 Ca/Si 比均值为 2.62。使用元素分析和形貌观
测的联合方法可以区分 C2S 颗粒和 C3S 颗粒。矿渣
颗粒只在掺矿渣的试件中出现，与水泥颗粒相比，矿
渣颗粒更加密实。
光镜下典型的 3 种颗粒的形貌特征
如图 4a 所示，这些形貌特征可以在高倍数下背散射
图像(BSE)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如图 4b 所示。因此在
模量成像与压痕实验前，
可以通过扫描探针显微镜上
附带的光学显微镜识别不同的未水化颗粒。

(b) BSE image

图 4 光镜下不同未水化颗粒的典型形貌及对应的 BSE 图像
Morphology of unreacted cement clinkers and slag grains in optical microscope image and BSE image

第 2 步：基于模量成像识别内部水化产物与外
部水化产物。
在第 1 步识别不同未水化颗粒的基础上，对包
含了未水化颗粒的区域进行模量成像，用以识别内
部水化产物与外部水化产物。净浆中，外部水化产
物在原充水空间中生成，其生成和生长具有较大空
间，因此密度较低且模量较小；随着水化的进行，
早期生成的水化产物逐渐包裹住未水化颗粒，未水
化颗粒反应生成了内部水化产物，而此时浆体中孔
隙体积逐渐较少，新生成的内部水化产物生长空间
受限，堆积紧密且模量较大[20]。因此基于水化产物
中不同的模量及与未水化颗粒的位置关系，可以识
别内部水化产物与外部水化产物。
第 3 步：采用纳米压痕量测不同物相的力学性能。

在已识别的未水化颗粒和水化产物上，使用已
发展成熟的纳米压痕实验测量不同物相的模量。
2.2 基于模量成像的微观形貌特征
在判断未水化颗粒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模量成像
实验，可以从模量图中清晰地区分出内部水化产物
与外部水化产物。在 Jennings-Tennis 模型中[21]，内
部水化产物和外部水化产物分别对应于高密度与低
密度的水化硅酸钙凝胶。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米压
痕点阵盲压的结果中，常常可以分析得到第 3 种具
有更高模量或硬度的水化硅酸钙凝胶[8]，但基于模
量成像的原位实验显示，这种水化产物并不存在。
文献上得到这种特殊物相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解
卷积时人为确定物相个数的主观性、或点阵盲压时
压至水化产物和未水化颗粒的组合物上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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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将其作为净浆中的一种
重要物相来看待。
基于模量成像得到的未水化颗粒与水化产物微
观形貌与扫描电镜图像基本对应。图 5 为以单个 C3S
颗粒与单个矿渣颗粒及其水化产物为主体的模量图。
图 5b 和 5h 中白色、红色、蓝色和绿色代表储能模量
由低向高的变化。未水化颗粒的模量值最高；其次是
靠近未水化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层；
再次是远离未水
化颗粒的外部水化产物；
模量最低的是分布在外部水
化产物中的孔相。图 5c~图 5f 和图 5i~图 5l 是依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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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小到大的次序对模量图的分解图，
大致对应孔相
(图 5c 与图 5i)、外部水化产物(图 5d 与图 5j)、内部
水化产物(图 5e 与图 5k)和未水化颗粒(图 5f 与图 5l)。
为了便于区分，将图 5c 和图 5i 中原本的白色用黑色
代替。由模量图可以看出，C3S 颗粒周围的内部水化
产物层远厚于矿渣颗粒周围的内部水化产物层。
Gruskovnjak 等[22]基于 BSE 图像的观测也得出过类似
的结论，但该文献并没有量化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
度。
本研究在下一节中将提出一种基于模量成像技术
量化内部水化产物层厚度的方法。

(a) SEM image of O sample (b) Modulus image of O sample (c) Modulus image of pore in O sample

d) Modulus image of OP in O sample (e) Modulus image of IP in O sample (f) Modulus image of C3S in O sample

(g) SEM image of S sample (h) Modulus image of S sample (i) Modulus image of pore in S sample

(j) Modulus image of OP in S sample (k) Modulus image of IP in S sample (l) Modulus image of slag in S sample
S sample is slag-blended pastes; O sample is pure ordinary cement Portland paste; IP-O is inner product of O sample; OP-O is outer product of O sample;
IP-S is inner product of slag in S sample; OP-S is outer product of slag in S sample

图 5 以 C3S 颗粒和矿渣颗粒及其周围水化产物为主体的模量
Fig. 5 Modulus mapping based morphology of O sample and S sample

2.3 基于模量成像技术量化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
在针对净浆表面的特定区域进行模量成像后，

可以将未水化颗粒、内部水化产物与外部水化产物
区分开来，并进行力学性质与形貌的分析。模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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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精度较高，这也局限了单幅模量图的尺寸不会
太大，因此一幅模量图中包含多个完整的未水化颗
粒及其周边的水化产物比较困难。一般情况下，典
型的模量图中仅含有 1~2 个未水化颗粒(或未水化
颗粒的一部分)。通过 2.1 节的方法识别未水化颗粒
的种类，在此基础上确定模量成像的扫描范围，如
图 6a 中包含 1 个 C2S 和 1 个 C3S 颗粒，图 6b 中包
含 1 个 C3S 和 1 个矿渣颗粒，图 6c 中包含 1 个 C2S
和 2 个矿渣颗粒。
位于未水化颗粒与外部水化产物之间的内部水
化产物层在模量图中可以被完整地展示出来，因此

(a) C3S and C2S in O sample

图6

内部水化产物的厚度可以被量化。确定其厚度的方
法是基于穿越未水化颗粒与水化产物，且垂直于未
水化颗粒边界的扫描线，提取扫描线上的模量值随
距离的变化。根据模量值的突变点确定不同物相，
并使用预设的像素间距乘以对应于内部水化产物的
像素点个数确定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如对于 35
μm×35 μm 的图像而言，像素间距是 35 μm/256= 137
nm。实测水泥和矿渣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的厚度如
图 6 所示。可以看出纯硅酸盐水泥净浆中 C3S 颗粒
周围的内部水化产物层明显厚于其它颗粒的内部水
化产物层。

(b) C3S and slag in S sample

(d) O sample

2018 年

(e) S sample

(c) C2S and slag in S sample

(f) S sample

针对不同试件中不同未水化颗粒及其周边水化产物成像得到的模量图与内部水化产物层厚度
Fig. 6 Modulus mapping and quantified inner product (IP) layer thickness in the area

2.4 基于模量成像技术量化内部水化产物层的
厚度
除了基于动态模量成像实测储能模量以外，使
用发展比较成熟的纳米压痕技术，在已识别的不同
物相上进行实验，实测各物相的压痕模量。获取这
些单一物相的力学性质，可以为均一化模型预测和
模拟混凝土的宏观性质提供依据[12]。
在净浆试件的不同物相上共设置 100 个点进行
原位压痕实验。其中布置在水化产物上的压痕点可
以归结为 5 类：纯硅酸盐水泥净浆试件中的外部水

化产物用 OP-O 表示、内部水化产物用 IP-O 表示；
掺矿渣净浆试件中的外部水化产物用 OP-S 表示、
未水化水泥颗粒周围的内部水化产物用 IP-O[S]表
示、未水化矿渣颗粒周围的内部水化产物用 IP-S 表
示。在统计各物相压痕模量的基础上，求出每一物
相模量的均值、分位值、中位数和最大最小值等统
计指标，见图 7：箱型图代表对压痕模量数据的统
计，箱体表示 4 分位数以内的数据、横线表示中位
数、工字形上下限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小正方形
表示平均值。由图 7 可以看出，材料的压痕模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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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15~120 GPa。其中未水化颗粒的压痕模量最
高，区间为 70~120 GPa。在 OP-O 上设置了 23 个
压痕点，其模量区间为 17~32 GPa；在 OP-S 上设置
了 25 个压痕点，其模量区间为 18~31 GPa；在 IP-O
上设置了 17 个压痕点，其模量区间为 25~45 GPa；
在 IP-S 上设置了 7 个压痕点，其模量区间为 29~42
GPa；在 IP-O[S]上设置了 15 个压痕点，其模量区
间为 27~38 GPa。综合来讲，内部水化产物的模量
高于外部水化产物的模量，其差异被认为是由于凝
胶颗粒不同的堆积密度导致的[21]。而单就内部水化
产物或外部水化产物而言，纯硅酸盐水泥净浆与掺
矿渣净浆的模量并没有差异。
除了压痕模量外，基于模量成像测试得到的储
能模量也可以表征材料的弹性性质。图 7 中各物相
上的点画线代表该物相储能模量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可以看出，作为同样表征材料弹性性质的两种
模量，压痕模量近似地落在了储能模量的范围内。
而未水化颗粒的储能模量的变化范围明显大于压
痕模量，可能是由于模量成像的压深很浅，而在这
些刚度大的颗粒上压深更浅(小于 1 nm)，此时实验
结果受机器误差的影响较大 ( 探针识别的精度为
0.3 nm)，相对误差就会偏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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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未水化颗粒，未水化颗粒固相反应就会生成内
部水化产物。此时由于浆体中孔隙体积逐渐较少，
新生成的内部水化产物生长空间受到限制，其中的
凝胶颗粒堆积紧密[20]。与外部水化产物相比，这种
内部水化产物拥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压痕硬度与徐
变模量，它的体积含量对净浆整体的力学性质与徐
变性能有较大影响[9]。
由于内部水化产物生成在原未水化颗粒的位
置，其厚度可以基于模量图进行量化，从而作为衡
量其含量多少的一个指标。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
显然与原始水泥颗粒和矿渣颗粒的尺寸相关。

Scrivener[18]曾基于 BSE 的观测给出了不同尺寸颗
粒的内部水化层示意图，得出 15 μm 的颗粒可能会
完全水化，在此尺寸之下，水化产物层的厚度与颗
粒尺寸成正比。而较大的颗粒才会在浆体中展现出
未水化颗粒和水化产物同时存在的形貌。考虑到模
量图中需要保证出现残余未水化颗粒，才能基于其
形貌判断颗粒种类，因此残余未水化颗粒需在模量
图中占到比较大的比例。实验中的模量成像中图幅
尺寸基本为 35 μm×

35 μm，所以残余未水化颗粒

的尺寸基本在 10 μm 以上。本节中讨论的内部水
化产物层厚度，是指较大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层的
厚度。
从图 8 可以看出，纯硅酸盐水泥净浆中 C3S
颗粒周围的内部水化产物层最厚，其均值达到了

6.3 μm。该值与文献中基于 BSE 的观测结果吻合[18]。
而 C2S 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层厚度较薄，在纯硅
酸盐水泥净浆中约为 2.6 μm，在掺矿渣水泥净浆
中约为 1.5 μm。矿渣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层厚度
最小，平均值仅为 1 μm 左右。 2.4 节曾讨论过不
同内部水化产物的模量近似，但纯硅酸盐水泥净
浆与掺矿渣水泥净浆的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的
区别可能会导致二者在净浆尺度上力学与徐变性
能的差异。文献上也曾发现 C3S 颗粒的内部水化
产物较厚，而矿渣颗粒的内部水化产物层较薄的
IP-S, OP-S—Inner and outside hydration product, respectively.
图 7 纯水泥净浆与掺矿渣水泥净浆中不同物相的压痕模量
值和储能模量值
Fig. 7 Measured storage modulus (Eʹ) and indentation modulus
(M) of different phases in O sample and S sample

3 讨论
3.1 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
在水化过程中，若早期生成的水化产物已包裹

现象 [22] ，但仅基于 BSE 的观测难以给出量化的
结果。
3.2 储能模量与压痕模量的关系
储能模量代表材料存储弹性变形能量的能力，
是材料变形后回弹的指标[13]。因此在文献中曾被等
效为弹性模量[16]。基于模量成像可以对微区精确定
位的优势，针对水泥基材料，研究其储能模量与压
痕模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9 所示。对于同一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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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别进行模量成像和原位压痕，然后定位同
一微区进行研究。

2018 年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鉴于模量成像是无损测
试，所以对目标区域先进行模量成像，再在该目标
区域中的不同物相上设置压痕点进行原位压痕。在
试验完成后，需要在模量图中寻找与压痕点对应的
微区，其关键点在于判别两次试验时目标区域的相
对位置关系。此时需要在目标区域中提取形貌特征
明显的参考点。如图 9 中找到了两条磨抛痕迹的交
点作为参考点。在确定了参考点后，从两次试验中
生成的形貌图中分别提取坐标，坐标之差即为两次
试验时目标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得到该位置关
系的基础上，基于原位压痕时同步扫描形成的目标
区域形貌图，找出压痕点的坐标。将该坐标转换为
模量成像时生成的形貌图上的坐标，再在模量图上
找到对应的模量值，即完成了对原位压痕点储能模
量值的提取。需要注意的是，压痕点事实上是一个

图8

纯硅酸盐水泥净浆与掺矿渣水泥净浆中不同未水化颗
粒周围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
Fig. 8 Measured thickness t of inner hydration product layers
around different cores in OPC and slag-blended pastes

Fig. 9

微区，其特征尺寸约为 0.5 μm。因此对应的储能模
量值事实上是一片微区中储能模量的均值，而非单
点值。

图 9 确定模量成像试验区域与纳米压痕试验区域相对位置关系的方法
Steps for finding the same position in modulus mapping and nanoindentation experiment

在基于模量图识别物相的基础上，提取压痕点
的储能模量，得到各种物相的压痕模量和储能模量
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可以看出，对于纯硅酸盐水泥
净浆与掺矿渣水泥净浆，模量成像得到的储能模量
基本等于压痕试验得到的压痕模量，二者有很好的
线性关系。

4 结论
采用动态模量成像与纳米压痕技术识别纯硅
酸盐水泥净浆和掺矿渣水泥净浆中 5 种不同水化
产物，并实测了这些水化产物的模量。主要发现
包括：

第 46 卷第 8 期

Fig. 10

魏

亚 等：用动态模量成像与纳米压痕技术对硬化水泥浆体中水化产物的识别和表征

· 1051 ·

图 10 不同物相压痕模量与储能模量的比较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entation modulus and the storage modulus for hydration products and unreacted cores in OPC
and slag-blended pastes

1) 基于动态模量成像技术，可以在无损的前提
下高效地识别硬化水泥浆体中的不同物相。
2) 依靠模量成像高精度的特征，通过储能模量
的突变可以找到不同物相之间的边界，量化了不同
颗粒内部水化产物层的厚度。就 10 μm 以上的残余
未水化颗粒而言，纯硅酸盐水泥净浆中 C3S 颗粒的
内部水化产物层最厚，可以达到 6 μm。而矿渣颗粒
的内部水化产物层仅在 1 μm 左右。当然，考虑到基
于二维平面表征物相尺寸的局限性，完整表征内部
水化产物厚度值的分布情况仍需更多的样本数据。
3) 同类型水化产物的力学性质不随净浆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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